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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促进长租公寓等新业态健康发展

规制“高收低租”等经营模式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开幕

帅！中国人民解放军亮相

河南确保平安开学

提出“六个不得返校”安全底线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24期3D开奖公告

0 1 0
天津投注总额：52140252140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95注
157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95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7 28 17 24 12 08 13

全国投注总额：38451646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注
140注
1212注
71862注

1385115注
8738036注

10000000元
20154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64489999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侠克）近期，北京地区
多降雨天气，雨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造成肠道传染病、食
源性疾病的发生。专家表示，发生腹泻后，宜进食清淡、易
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
整饮食、休息、对症治疗，2至3天内症状即可改善；腹泻严
重者，尤其出现脱水症状的，应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医。

专家表示，腹泻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疾病，迁延
不愈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贫血、身体抵抗力
下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北京同仁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华丽表示，许多患者一
有腹泻就使用抗生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大部分腹

泻并不需要抗生素治疗，滥用抗生素可能导致肠道正常菌
群失调，反而不利于腹泻的恢复。如果不确定是否应该使
用抗生素，应到肠道门诊就诊。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腹泻具有传染性，非专业人士无法
判断某一例腹泻病例到底是否有传染性。因此，专家建议，
把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腹泻情况，都当作传染性疾病来处理。

专家提示，腹泻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个人卫生和食品安
全措施来预防的。此外，要调节饮食结构，平衡膳食，合理
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加强身体锻炼，增强抵御疾病的能
力，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避免着凉感冒。

新华社郑州8月22日电（记者 孙清清 刘怀丕）随着新
一轮强降雨来袭，河南省气象台22日13时20分发布暴雨红
色预警，此后22日16时55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
本轮强降雨具有量级大、落区与前期河南洪涝灾害较重地
区重叠度较高的特点，防汛形势严峻。

为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8月21日，河南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发布3号指挥长令，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
援工作。同日12时，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Ⅱ级
应急响应。河南各地闻令而动，严阵以待，积极备战新一轮
强降雨。

截至22日16时，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的郑州市中牟
县平均降雨量45.7毫米，最大降水量64.8毫米。中牟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任莉介绍，为应对强降雨，8月20
日开始,除青壮劳力、村组干部、党员等抢险人员外，当地
将黄河滩区内居住及生产、生活等各类人员2.4万多人全
部转移避险。

此外，中牟县组建了7000余人的抢险救援力量，随调
随用，并提前准备了大型抢险救援设备近千台、各类物资
40余万件。

与中牟县相邻的开封市尉氏县防汛形势同样严峻。尉
氏县气象台22日16时13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开封市消
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突击队调集102名指战员，11艘橡皮
艇，救生抛投器、救生圈等物资800余件，前往尉氏县备勤。

除了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尉氏县委、县政府组织
27个单位378人，对城区重要防汛位置实行24小时专人驻
守。截至22日18时许，尉氏县城区出现积水点8处，积水深
度基本在250毫米，已启用抽排水设备70余台进行排涝。

据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爱芳介绍，此次河南强
降雨有范围广、雨量大、伴有强对流和大风等特点。此次强
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洪涝地区有重叠，需高度警惕强降水
叠加影响。

据新华社武汉8月22日电（记者 王贤）记者从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获悉，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上游干流及部分
支流水位快速上涨，预计汉江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
洪水，预计丹江口水库将有一次大的涨水过程。按照《长江
流域水旱灾害防御预案(试行)》有关规定，长江委决定自22
日8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21日8时至22日6时，汉江上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累计雨量达到32毫米。预计22日至23日汉江上游降雨
量仍有30毫米至50毫米；26日起还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长江委向陕西、河南、湖北省水利厅及有关单位发布通
知，要求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工程科学调度，
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
御、城市排水防涝，着力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值班
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据新华社合肥8月22日电（记者 姜刚）记者22日从水
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根据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
淮委决定自22日11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淮委介绍，受低涡切变线东移影响，预计22日至24
日，淮河流域自西向东有大到暴雨，其中淮北支流中上游、
沂沭泗河水系中南部局部有大暴雨，流域过程面雨量50毫
米至70毫米。淮河干流、沙颍河、涡河、洪泽湖、南四湖、骆
马湖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贾鲁河等
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过程。

淮委表示，将密切监视天气变化，重点关注局部强降
雨，加强预测预报，及时会商研判；监督流域暴雨区内中小
水库和病险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督促暴雨区内病险水库一
律空库运行，检查小型水库、病险水库溢洪道等泄洪设施，
确保泄洪畅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熊丰）近年来，全国公安
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围绕寄递物流、长租公寓、民宿、网
约房等新业态新领域，有针对性地加强治安管理，推动落实主
管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共
同维护新领域安全稳定、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

健全寄递物流行业管理制度，消除安全漏洞隐患。公
安部会同国家邮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邮件、快件
寄递、物流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提请在反恐怖主义法中明
确了寄递物流从业单位实行安全查验、登记客户身份信息
等要求，并对违法行为明确了处罚措施，不断健全寄递物流
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长租公寓行业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2021年4
月，公安部会同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轻资产住房租赁企
业监管的意见》，明确长租公寓企业基本经营规范，规制“高收
低租”“长收短付”等经营模式，督促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公
寓租赁流程，从源头上堵塞监管漏洞。

加强民宿、网约房治安管理，保障群众入住安全。公安部
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文化旅游等部门探索加强乡村民宿治
安管理，坚持便民利企、民宿经营者“零投入”原则，督促乡村
民宿经营者落实住宿实名登记制度，共纳管乡村民宿11.5万
家。各地公安机关积极探索，浙江、山东、江苏等地相继出台
了地方性管理规定，推进网约房实名登记，为群众入住网约房
提供安全屏障。

依法打击整治利用新业态实施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全
稳定。公安部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联动整治，配合教育部门
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依法加强治安管理，依法打击
利用“预付款”“培训贷”抽逃资金、实施诈骗以及偷税漏税等
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学生人身财产安全。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2日电（郭中正 周强）“国际军事
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22日在新疆库尔勒开幕。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比赛计划于8

月23日至9月3日分别组织“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
环境”3个项目共10场比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7国参赛代表队将
展开激烈角逐。

开幕式上，除了举行入场式和升旗仪式外，中国陆军办
赛领导小组还安排了军事课目演示。围绕实战背景下“合
成营进攻战斗火力打击”课题，演示分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
撑下，采取无人机引导远程火箭炮精确打击、坦克和步战车
集火打击、旅属炮兵压制射击、便携式防空导弹尾追射击等
方式，歼灭目标区域之敌，展现了合成营作为陆军机动作战
基本单元的作战效能。

据新华社郑州8月22日电（记者 王烁）记者22日从河南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各地既要按照相关要
求做好开学准备，更要坚守“六个不得返校”安全底线。河南
省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9月15日之前不返校，其他
低风险地区中小学由当地研判确定。
河南坚持“全面评估、确保安全，一院一校、一院多校，一

地一策、一校一案，分类施策、市定省批”的原则，综合考虑疫
情防控、灾后重建和各地各校办学条件，要求各地既要按照相
关要求做好开学准备，更要坚守“六个不得返校”安全底线。
河南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介绍，河南提出了“六个不得

返校”安全底线，即学校仍属中高风险区的不得返校，疫情防
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不得返校，不能满足防控
技术方案要求没有落实一院一校、一院多校协作体系的不得
返校，没有完善应急预案且没有开展应急演练的不得返校，防
疫物资储备不到位的不得返校，灾后校舍安全没有保证的不
得返校。河南省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9月15日之
前不返校，其他低风险地区中小学由当地研判确定。

新华社沈阳8月22日电（记者 孙仁斌 丁非白）辽宁省
多个地区自19日以来出现强降雨过程。记者从辽宁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2日上午，降雨造成辽宁1.49万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300公顷。

辽宁省大部地区从19日夜间出现一轮强降雨过程，多
地发布暴雨预警。受降水影响，辽东、辽南地区河流出现涨
水过程。受降雨影响，全省共有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利
部门正利用泄水设施进行泄洪。全省受灾人口14923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300公顷，其中成灾面积180公顷。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
9个市县防办值班值守情况进行抽查，要求做好防范工
作。辽宁省水利厅下发《水库超汛限水位警示通报》，要求
有关地区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以下。全省公安系统备勤警
力7409人，出动警车1227辆，处理涉降雨警情38次，巡查重
点路段2114次，巡查巡护重点单位1138家。辽宁省气象局
共发布各类气象灾害预警信号4个，覆盖1.48万人次。

新华社西安8月22日电（记者 张晨俊）受高空槽和副
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陕西省自21日起出现大范围强
降雨天气，延安南部、关中东部、陕南大部地区出现暴雨，气
象部门提示，需加强应急工作防范灾害发生。

据气象部门统计，21日6时至22日6时，陕西省94个县
区1658个监测站出现降雨，其中42站大暴雨，最大汉中勉
县站220.7毫米，382站暴雨，478站大雨，全省共10个监测
站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

陕西省气象台22日凌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
前西安局部、渭南北部和安康北部、汉中中部县区、商洛南
部县区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且强降雨可能持续，相关
地区需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工作，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
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
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河南 连发暴雨预警

陕西 94个县区出现降雨

辽宁 造成1.49万人受灾

降雨天易发肠道传染病 严重腹泻脱水及时就医专家
提醒

郑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 8月22日，河南省郑州市迎

来新一轮强降雨。据郑州市气象
台16时45分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
号，新密、新郑局部降水量已达100
毫米以上，郑州市区、航空港区、新
郑、中牟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
图为交警在郑州市花园路冒雨指
挥交通。

� 工作人员在郑州市京广北
路隧道入口值守。 新华社发

（上接第1版）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历史。我们要从档案故事中真切感受时代脉搏、体
悟人物思想，不断汲取真理营养、精神营养、红色基因营养。”
静海区政协专委一办主任董克江表示，将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努力做好新时代政
协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他的话，也
道出了广大参观者的心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
党上下深入展开。正当其时的“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
文献展，为党史学习教育搭建了一个新鲜独特的生动课堂。
连日来，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积极报名、踊跃参
观，热情持续高涨，预约参观已排期到9月底。
为更好满足全市党员干部参观需求，市档案局、市档案馆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统筹安排讲解人员
及场次，每天讲解10余场、接待700余人次。截至8月20日，
已参观单位达170余个，参观人员5000余人。
据了解，承办“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是我

市建党百年档案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市
档案局、市档案馆将继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
工作的重要批示，切实履行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
务”“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档
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管好用好红色档案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用心用力服务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激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动力。

（上接第1版）
“种子企业”的申报条件分为必备条件和可选条件，必备

条件5项，可选条件12项，其中可选条件满足4项即可申报。
记者发现，必备条件包含企业的工商注册地、连续经营年限、
发展方向、经营规模以及信誉度等，可选条件则主要对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发明专利、精细化管理等
方面进行考察。“此次申报从年初正式启动，各区共计推荐
229家，最终入选培育名单139家，入选率为60.7%。此次入
选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金属、非
金属制造等行业。”该负责人介绍。

入选“种子企业”有什么好处？记者获悉，市区两级主管
部门将对入选种子企业库的企业开展精准对接服务，包括政
策解读、法律咨询、融资对接、人力资源、企业家培训和市场
拓展等，并优先推荐成为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天津鑫隆空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桂红对自己企业

的入选非常欣慰，她希望入选后可以得到政府各项政策
支持，并不断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为天津经
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今年正在积极筹划新工厂
的开工建设，争取一年之内完成，从而可以承接更大的订
单。由于新冠疫情和生产场地所限，今年我们无奈放弃了
一个400台的订单，所以加紧建设新工厂是我们当前的重中
之重。”她说。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35家，有效期内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80家，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0家，累计投入2.39亿元财政资金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今年以来，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197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9家。

传承红色基因
用红色档案讲好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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